解析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与中美关系
我校举行主题教育辅导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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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2 日，我校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导报告
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袁鹏以“新时代中国
国际战略与中美关系”为题作专题辅
导报告。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报告会。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全校中层领导干
部、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各学院（系）学

工组长、研工组长、辅导员代表等近千
人分别在不同会场参加集体学习。
袁鹏在报告中梳理了新时代中国
国际战略布局、中国外交所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同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变
化进行了全面研判和评估，深入分析
了中美关系发展走势，对处理好复杂
的中美关系提出了政策思考。
文 / 李沁园

复旦大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立 焦扬作首场宣讲

兴起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

为迅速兴起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凝聚思想
共识、指导工作实践、坚定“四个自信”，学校党委决定成立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包括学校党员领导、校“两大
工程”专家、长期从事理论研究或宣讲工作的专家学者。根据安
排，学校所有二级单位都将至少举办一场专家集中宣讲会。博
士生讲师团也将走进学生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团日活动和主题
班会开展宣讲。

本报讯 11 月 18 日，按照中
央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我校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正式
成立。下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宣讲报告会举行，校党委书
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
讲团团长焦扬作首场报告。宣讲
开始前，焦扬为宣讲团专家代表
颁发了聘书。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主持报告
会。学校党政领导，
学校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
代表，博士生讲师团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宣讲团成员代表，
“两大
工程”专家代表，老党员、老同志
代表，分党委书记、副书记，教职
工支部书记代表，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
形势政策课教师，学生党
支部书记代表以及院系学研工组
长、专职辅导员等 900 多人分别
在邯郸校区主会场和枫林、张江
校区视频分会场参加了宣讲报告
会。
焦扬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是我们党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国处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
义的会议，
是旗帜鲜明、
掷地有声
的政治宣示，也是奋进新时代的
政治动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深刻回答了在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
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
的重
大政治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概
括，
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
总结了一年多来党和国家工作，
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
性、
全局性重大问题，
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焦扬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
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重大
任务，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
前进的根本要求，是应对风险挑
战、
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她还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
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聚着党和
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

主题教育·整改进行时

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具有深
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
势和丰富的实践成果。广大师生
复旦成果亮相高交会
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定中国
获奖总数再创新高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真正做
本报讯 11 月 13 日，第 21
到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北风”
。
（简称高交会）在深圳开幕。本次
焦扬根据中央宣讲提纲，结
高交会，
我校共有 16 个科研项目
合李强书记在上海市的宣讲内容
参展，
并取得多项佳绩。其中，
高
和教育战线实际，带领师生深入
分子科学系教授彭慧胜、信息科
学习了《决定》的结构和内容。她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丰、基础医
强调，全校要始终坚持正确办学
学院教授姜世勃、高分子科学系
方向、
践行“四个服务”
，
为巩固和
教授丁建东所领衔的项目均获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
“优秀产品奖”
；我校代表团再获
应有贡献。要在学深悟透四中全
“优秀展示奖”和“优秀组织奖”，
会精神的基础上，
结合学校实际，
获奖总数再创复旦参展高交会以
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
来的新高。
文 / 邓峰
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
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制度建设成
我校获批目前全国高校
果和治理水平效能：一要转化为
范围唯一市级人文社科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定执行
大数据实验室
力；二要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报讯 近日，由我校图书
本任务的自觉行动力；三要转化
馆、
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
大数
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推动力；
据研究院人文社科数据研究所联
四要转化为加快“双一流”建设的
合校外 8 家机构申报的“上海市
核心竞争力；五要转化为办好人
教育科研领域（人文社科）大数据
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保障力。
联合创新实验室”
，在上海市经信
文 / 归彦斌
委开展的 2019 年度上海市大数
新闻@链接>>>>
据联合创新实验室申报中脱颖而
出，
成为全市唯一获批科研单位。
校党 委 举行 主 题教 育 第十
据悉, 该实验室是目前全国
次集中学习研讨，交流学习党的
高校范围内唯一一家市级人文社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2版
科大数据实验室，其将力争建成
以大数据为研究基础的跨学科研
究创新基础设施平台，积极助力
我校的新文科建设。实验室建设
总体周期为 3 年，其中第 1 年为
试点建设阶段，通过验收后，第 2
施办法》。近期，
学校正式发布了
年起为实施推进阶段。 文 / 孙超
博士后改革方案。
新方案对我校博士后体系作
陈诗一教授论文
了进一步梳理，博士后岗位设置
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以全职博士后岗位为主，适当设
本报讯 11 月 17 日，经济学
置部分在职博士后岗位和工作站
界最高荣誉的颁奖盛典——
—“孙
联合博士后岗位。（下转第 2 版）
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礼
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
坛”举行。我校经济学院党委书
记、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组织书
记、经济学教授陈诗一从新一届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
任江小涓手中接过荣誉证书。
据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
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历届
孙冶方奖的获奖成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创新、为
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做出
了卓越贡献。
文 / 张颖 张静

提高博士后工作站位 推动博士后队伍建设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 博士后队伍是学校
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在学校人才
队伍体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主题教育中，人事处坚持强化
学习“守初心”
、调查研究“找问
题”
、自我检视“寻差距”、制定策
略“抓落实”
，进一步提高博士后

工作站位，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薪酬待遇、
改革管理制度、健全
服务体系，努力争取推动博士后
队伍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人事处在调研中发现，学校
博士后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的短
板，全职博士后队伍规模偏小，
与

姻图片新闻

复旦男排荣获中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南方赛区）冠军

本报讯 落地的瞬间，全场沸腾，
队员和教练们都欢呼着
冲进场中紧紧相拥，
高喊着
“复旦”
的名字，兴奋的泪水抑制不
住地夺眶而出。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2 日，
2019-2020CUVA 中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南方赛区男子组）在安徽岳西举行，复旦男排在决
赛中以 3:1 战胜西南政法男排，
荣获冠军。
文 / 郁昕玥

学校科研任务需要相比存在明显
差距；招收、培养、评价等管理制
度不健全，阻碍了博士后作用充
分发挥。针对上述问题，
人事处研
究制定了 《复旦大学关于进一步
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
《复旦大学博士后队伍建设实

